
江垭越野跑挑战赛落幕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记者 王亮）2016“慈利农商银行杯”

湖南省江垭越野跑挑战赛17日在张家界慈利县江垭镇举行，来
自湖南、广东、上海、贵州等地的600余人参赛。

本次越野跑挑战赛由省登山运动协会主办，湖南泽途户外
旅行有限公司承办，慈利县江垭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协办，是一
场面向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大型越野跑赛事。

选手们在蹦床世界冠军罗丹的领跑下， 从张家界慈利县江垭
温泉出发，穿越20多个打卡点近42公里赛程，到达终点张家界大
峡谷玻璃桥。经过角逐，斯国松、蒋晓明、赵国虎分获男子专业组的
前三名，女子专业组前三名为杨玉双、吴应莲、徐金黠。

责任编辑 孟姣燕 周倜 蔡矜宜

2016年9月19日 星期一06 时事·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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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9月18日
上午， 国务院在中南海首次举行宪法宣
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监誓。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和《国
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

法宣誓组织办法》，今年以来国务院任命
的38个组成部门、直属特设机构、直属机
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的55名负责
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宣布
宪法宣誓仪式开始。 全体起立， 面向国

旗，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领誓人左
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宣读誓词。其他
宣誓人列队站立，举起右拳，跟诵誓词。

宣誓后，李克强勉励大家履行誓言，
恪尽职守，不懈努力。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2015年7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实行
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2016年7月20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及其各
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
办法》， 明确规定了参加宣誓人员的范
围、宣誓形式和程序等。

国务院首次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美军悍然“误炸”

� � � � 据新华社沈阳9月18日电 九一八
事变发生8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
鸣警仪式18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
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出席仪式并讲话。

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
歌。9时18分，刘延东等领导同志和群众
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槌击响“警世
钟”。14响钟声， 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
抗战历程。 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
车、轮船、汽车鸣笛。

随后，刘延东发表讲话指出，伟大
的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也是敢
于保卫和平的民族。 历史不容忘记，未
来充满光明。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满怀信心地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和老
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中央党政
军群有关部门和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
省负责同志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沈阳举行

� � � � 新华社长沙9月18日电 “九一八”事
变爆发85周年之日，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
者纪念碑在湖南省桃源县正式落成。常德
细菌战受害者家属、日本律师、学者等各
界代表数十人参加了落成仪式。

据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会

长高锋介绍，纪念碑所在地桃源县马鬃岭
镇吉安湾村曾是1941年常德细菌战的一
个疫点， 共有16名村民因感染鼠疫而罹
难。2015年， 当地一名细菌战受害者家属
提议修建纪念碑，经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
害者协会多方筹集资金于今年建成。

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纪念碑由
一整块岩石和基座组成，岩石正面刻有
“劫难碑”三个大字。黑色基座上刻有碑
文，记述了当地受细菌战所害的惨痛历
史，告诫后人勿忘国耻。“这一块沧桑的
巨石浓缩了常德细菌战7643名罹难同

胞的悲惨命运，为后人祭奠逝者提供了
一个载体。”高锋对记者说。

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原告律师
团团长一濑敬一郎在纪念碑落成仪式
上表示，将在日本国内进行宣传，让更
多日本人了解这段细菌战历史。

湖南桃源建成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纪念碑

叙政府军上百人伤亡
� � �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
联盟17日在叙利亚东部实施空袭，轰
炸了代尔祖尔机场附近的叙政府军营
地，造成上百名士兵伤亡。

美国防部当天称这次空袭系“误
炸”，先前认为轰炸目标是“伊斯兰国”
武装分子， 在接到俄罗斯方面通知后
停止了对该地的空袭。

俄罗斯指责美军有意破坏俄美之
间先前艰难达成的在叙军事合作协
议。应俄方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
天召开紧急会议，闭门磋商此事。

俄罗斯驻叙冲突和解协调中心负
责人弗拉基米尔·萨夫琴科向俄罗斯
媒体确认说，联盟军当天共出动4架军
机和一架无人机发动空袭。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
名未公开姓名美军官员的话说， 美军战

机实施轰炸大约25分钟时，美方接到俄
方电话通知， 得知被炸目标可能是叙利
亚政府军而非“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俄
国防部说，空袭导致62名叙利亚政府军
士兵死亡，100多人受伤。设在英国伦敦
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统计，空袭
造成83名叙政府军士兵死亡、 超过
120名政府军士兵受伤。

美国国防部说， 联盟军在空袭前
对“伊斯兰国”目标长期跟踪，也曾对
目标地点实施过轰炸， 认为此次空袭
目标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美国和俄罗斯先前达成的叙利亚
停火协议12日生效。按计划，停火协议
维持7天后，即19日，美俄将加强在叙
利亚的军事合作， 包括制定有关战略
以共同打击叙境内恐怖组织势力。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一日两爆 纽约等地数十人受伤
� � � � 美国纽约曼哈顿繁华街区17日
晚发生一起爆炸， 至少29人受伤。警
方随后在不远处发现“第二个疑似爆
炸装置”。 美国当局已着手调查这起
“犯罪活动”，目前尚未排除恐怖袭击
的可能性。

17日晚20时30分许， 美国纽约
曼哈顿繁华的切尔西区突然传来一
声巨大的爆炸声，空气中顿时弥漫着
一股火药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
引执法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爆炸
发生于一个垃圾箱，据信是由一个简
易爆炸装置引起。警方在爆炸现场发
现一个缠有电线的高压锅、且与手机
相连，旁边还有一张字条。警方随即
对周边区域展开排查，结果在不远处
又找到第二个“疑似爆炸装置”。

纽约消防部门官员丹尼尔·尼格

罗说， 眼下已有至少29人在爆炸中受
伤，其中24人入院治疗。

17日早些时候，新泽西州一场由美
国海军陆战队发起的慈善长跑活动中
也发生爆炸，没有人员伤亡，但官方称
这有可能是一起有预谋的袭击事件。

另外， 在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
一家购物中心17日发生袭击事件，可
能牵涉枪击和持刀捅刺，造成多人受
伤，袭击者后来据信已经身亡。

多名市政官员透露，目前已经排
除爆炸缘于天然气泄漏的可能性，但
出于谨慎起见，尚未把引发爆炸的装
置描述为“炸弹”。

一名官员透露，美国打击恐怖活
动联合工作组已经介入纽约爆炸案
调查，表明美国当局尚未排除恐怖袭
击的可能性。（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 � � 9月 18
日，勿忘九一
八撞钟鸣警
仪式在辽宁
省沈阳市九
一八历史博
物馆举行。

新华社发

中国残奥军团金牌数破百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17日电 中国残奥军团17日再夺

11金，金牌总数达到105块。当天，游泳项目比赛全部结束，在夺
得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冠军后，中国游泳健儿以37金30银
25铜的残奥会历史最好成绩完美收官。

截至17日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收获105金81银51铜，继续高
居金牌和奖牌榜之首，英国以64金39银44铜位居次席。

游泳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泳军”再添两金。其中，张
丽在女子100米自由泳S5级决赛中夺冠，周聪、林福荣、宋懋璗和
王益楠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中摘得最后一枚游泳项目金
牌。本届残奥会，中国运动员在里约泳池共收获37金，金牌数创残
奥会历史新高，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副其实的夺金大户。

17日的田径赛场，中国健儿掀起夺金高潮，当天夺得的11
枚金牌中有7枚来自田径。其中，周洪转在轮椅竞速女子800米
T53级决赛中打破世界纪录， 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里约残奥
会上的第100枚金牌。

里约残奥会将于18日闭幕，中国代表团在最后一个比赛日
还有1个大项、3个小项的比赛。

湘大新生获“太马”半程冠军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王卓 张灿强）在

16日进行的2016太原国际马拉松赛中，湘潭大学2016级新生林
鑫以1小时07分的成绩获得男子半程马拉松赛冠军。

由中国田径协会、山西省体育局、太原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太原
国际马拉松赛，吸引了来自国内外运动员、马拉松爱好者共3万多人
参赛。本次比赛设有男女全程（42.195公里）、男女半程（21.0975公
里）、迷你马拉松和亲子马拉松等6个项目。

林鑫是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6级行政管理专业学生，
也是该校高水平田径运动队队员，师从陈文胜教练。林鑫在接
受采访时说，他每天跑20公里，坚持了6年。“期待以后能有更多
机会参加马拉松赛事，展示湘大高水平运动员风采。”


